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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萄牙的卫星接收机制造厂商 AZBOX 公司 

AZBOX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,并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。事实上,自 2007 年 AZBOX 公

司成为卫星接收机制造厂商以来，发展势头迅猛，预计到 2010 年他们将销售 10 万台高

清卫星接收机。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成功秘诀，我们决定走访葡萄牙北部 Monção 区的 

Mazedo 工业园，从这里再向北一公里之外就是西班牙。

雨果•肯德萨先生是公司的CEO。我们与他在老城 Mazedo 市的一家街头咖啡店里见了面，他只

利用一杯咖啡的时间，向我们介绍了他是如何开始创业的。 雨果先生是一名卫星爱好

者。“当数字电视兴起时，我就开始成为一名卫星发烧友”,雨果先生回想他 10 

年前开始的情景时说到。后来，他把钱都花在接收机上了。“我大概

每三个月就购买一台新的接收机，最后我家里大约有 40 

台接收机了。” 

有些人的职业是与其爱好有密切关

系的。2005 年。他和乔斯•路

易斯 •肯 德 萨一

起 (“唯

快速成长的
AZBOX公司
Alexander Wiese

AZBOX 接收机制造厂商OPENSAT公
司两年前搬进这栋大楼。它坐落于葡
萄牙北部的 Mazedo 工业园内，厂房
占地面积 1100 平方米。 



■

■

73www.TELE-satellite.com   —   12-01/2010   —   TELE-satellite —  Global Digital TV Magazine

OPENSAT 有限公司的 CEO 雨
果•肯德萨先生坐在办公室里，他
是经理兼技术负责人。

乔斯•路易斯•肯德萨是 OPENSAT 有限公
司的 CFO, 身旁是他的妻子泰瑞莎。他们
负责公司的业务。他介绍了员工队伍发展情
况：“2005 年我们只有两个人。2006 年聘
请了第一名员工，2007 年，我们有了 5 名
员工，2008 年有了 8 人，到了 2009 年，
我们已经拥有了 22 名员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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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ZBOX 公司的办公室: 
画面近前的是爱伦吉安
达•奥特斯, 负责销售，
画面后方是丽塔•里斯，
负责设计。

一的‘s’“意思是雨果•肯德萨先生)，

以5千欧元为资本金，创办了一家名为 

OPENSAT 的有限公司。 

首先，他们是卫星经销商:他们销售各

种不同品牌的接收机，也经销其它必需

的配件，如 LNB 和天线。新公司最初两

年的运营是相当成功的。“2005年，我们

有 50 万欧元的销售额，第二年就增到 

80 万欧元了”, 雨果先生回忆说。

雨果先生很快意识到，他自己来生产

可能做得更好。通过使用众多不同类型

接收机,使他非常了解这些型号的优缺

点，并完全熟悉所有不同接收机的菜

单。他也从商业观点考虑: 不再依附于

制造厂商及其修订版软件等，他决定自

己生产接收机。 他找到一家韩国的制

造厂商，但不是接收机制造商，而是一个

电脑生产厂家。“一台接收机只不过是一

台电脑”，雨果先生解释说。秘密就在于

找到正确的部件和正确的软件。

雨果先生选取一枚 Sigma 公司的芯片

作为其 AZBOX 接收机的核心部件。“这

个芯片的程序并不是无懈可击”，雨果先

生解释说,“可是，这枚芯片我要它做啥

它就做啥。”至于其他制造厂商提供的

芯片, 雨果先生说，虽然他们拥有完全

成熟的软件并易于使用，但他认为必要

的功能他们全都不具备。 

从销售业绩表上可以看出，他的选择是

正确的: 在 2007 年的头一年，他开始

销售自己品牌的接收机，销售额攀升至 

130 万 欧元。2008 年, 这一年他整顿生

产，销售额微微下滑至 120万欧元。但在 

2009 年，销售额猛增至 800 万欧元，

大约销售 5.5 万台接收机。对于 2010 

年，雨果先生表现出乐观的态度:“我们

预计销售额在 1200 万至 1500 万欧

元，大约销售 10 万台接收机。”

麦伦•肯德萨是物流管理部经理。AZBOX 公司委托深科船运公
司来运送产品，同时也将那里作为他们的仓库。她向我们简单介
绍了迈阿密营业部销售状况:“我们在美洲只销售标清产品。2009 
年，有 35% 的产品大约 25 万台销往巴拉圭, 25% 的产品销往乌
拉圭, 20% 的产品销往巴西，剩下 20% 的产品销往了南美洲的
其他地区。”而高清接收机的销售情形看起来大不一样: “高清
接收机销售开始于 2009 年，销出 3 万台，但我们希望 2010 年
高清接收机的销量能到达 10 万台。45% 高清接收机销往美国，
20% 的产品销往巴西，剩余 35% 的产品销往南美洲其它地方。”

■ 里昂德罗•冈萨尔福斯领导9名软件工程师。他工作认
真，在 AZBOX 公司软件改进方面取得进展。“我们总是开放新的
应用软件，这些软件都是由精通 DVB 知识且经验丰富的软件工
程师开发出来的。”有对 AZBOX 公司某个职位感兴趣的读者，可
直接与他或雨果先生联络。

有什么关于 AZBOX 公司软件的问题吗? 
请登录www.azbox.com 网站，可以通过
论坛形式与AZBOX 公司客服部门联系，
路斯•菲利普先生(画面前方) 和法兰西
斯•马丁先生 (画面后方)会解答任何疑问
或问题. 他们还通过其他国际网站论坛，
查找 AZBOX 公司文献，借助有价值的技术
情报，来改进软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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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静! 请不要打扰: 
软件开发人员正在编程。

对于那些天文数字，雨果先生给出了

简单的解释: “我们这里销售的高清接

收机，自然比 SD 型号贵很多”，果然, 

AZBOX 公司只把高清接收机发往欧洲。

从 AZBOX 公司拿标清接收机，可能吗? 

“当然可以”，雨果先生指着迈阿密和

佛罗里达州的分公司说,“ 2008 年那些

分公司将开始营业，有 4 名员工负责北

方、中心区域和南美洲的销售工作。”雨

果先生喜欢访问美国，他每年都去旅游 

3 到 4 次，每次住上几个星期，在那他

可以拜访他的客户并强调“拉丁美洲仍

然是标清接收机的销售市场。”他和他

另外， AZBOX 最精彩部分是 DVB-S2 

的盲扫功能，虽然雨果先生承认，有很多

强力盲扫方法。“DVB- S2 的真实盲扫

功能，或许永运不会存在”, 在这一问题

上，雨果先生已经对许多高频头制造厂

商说过, “市场简直太小了。”盲扫接收

机不但能自动处理 FEC 和 SR ,还能够

处理自动导航信号并自动调节。少数卫

星发烧友开发的全盲扫功能费用昂贵。《

国际卫星电视》计划在下一期杂志中，用 

IP-TV 、阿拉伯语菜单、盲扫来测试新的 

AZBOX 接收机。

他们的工作重点是：技术专家不断改

进软件, 使 AZBOX 不断扩大新的市

场。“现在，我们已经立足于欧洲和美

洲”，雨果先生解释说,“但是，现在我们

想要在中东和非洲留下我们的脚印。”当

这个想法公布时，努力完成阿拉伯语菜单

控制部分则成为最重要的环节。“当来自

这些区域的经销商和我们联络的时候，

我们很高兴”，雨果先生说,“目前，我

们正在与欧洲的 20 位经销商、北美的 

10位 经销商、中部和南美洲的 20 位经

销商一起合作。”

雨果先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: “自

从我们公司创办以来，我们还没有失去

一个经销商。”

的合伙人乔斯•路易斯一起,正在考虑是

继续那里的常规业务，还是完全专注于

高清计划。这是一项不容易做出的商务

决策之一。

那么将来如何呢? 有未来接收机机

型的规划吗? 雨果先生满怀信心地说: 

“网络电视已经开始运作!”AZBOX 公

司软件开发团队努力将 Web-TV 整合到 

AZBOX 接收机中。这样，客户能欣赏来自

世界各地的节目，因为 DVB-C 高频头、

DVB-T 高频头(包括美国 ATSC 版本)、

DVB-S 高频头和 DVB-S2 高频头都可以

拿到。 “我们也在改进自己的 AZBOX  

GoGo 编程系统”, 对于他们未来计划，

雨果先生解释说,“要使内部频道目录更

新得更容易。”

硬件开发部一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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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ZBOX 有很多卫星天线。雨果•肯德萨先生向我们一一解释了每个 
LNB 的指向位置，他用手指向对着7 °E 的LNB，这一方向还有10 °E 
的 LNB、13 °E 的LNB和 19.2 °E 的LNB，它们所用的天线直径都是1. 
8 米。在DVB-T 天线立柱顶端有一个 90 cm天线，对着 30 °W,下面是
一个对着 9 °E 的 90 cm 天线，再下面是一个100 cm 电动天线，
用于 USALS 测试。右侧有两个1.8米天线，一个对着 12.5 °W和 15 
°W，另一个对着7 °W 和 5 °W ，还有一个对着1 °W的1.5米天线，
左边2.4米的大天线正对着 28.2 °E、23.5 °E和 26 °E。 在陈列室
里，雨果先生展示了天线支架，它可以支撑两个以上3.0米天线:“一个
是 Ku 波段，另一个是 C 波段, 两者都将配备马达。”这些天线在本
期杂志发布之后就会安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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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 LNB 是四输出高频头，用优质电
缆线将远程卫星信号接入到大楼内部的复合
开关上，每个技术人员的工位都有两排反馈
线，这样可以随时单独连接每个卫星天线。
这里可以看到员工们正在给每根电缆线贴上
标签。

这句话可以翻译为: 当有分歧的时候，

就退而采取大家都认可的方式来解决。这

不但效果好,而且也是真正长期合作的最

好前提!

雨果先生很有活力, 他的合伙人乔

斯•路易斯•肯德萨和整个 AZBOX 团队在

短短几年里就取得了很快的成长。我们坚

信 AZBOX 还会继续成长!


